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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國家從壓制下釋放



3

• 目前逾越節的慶祝方式由聖殿第
二度被毀開始

• 由於聖殿被毀,猶太人被逐出巴
勒斯坦，”到耶路撒冷過節”變
成了一句流於形式的話,直到
1967年

猶太家庭逾越節的慶祝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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猶太人慶祝逾越節的晚餐稱為sede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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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最隆重的活动是逾越节首日晚餐
• 食用有象征意义的食品
• 诵读《哈加达》讲述和回顾出
埃及历史

• 學校停課

猶太家庭逾越節的慶祝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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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商店開始禁止販賣含酵食物

• 春季大掃除除酵（old leaven）

• 預備逾越節晚餐seder物品
• 希伯來文Seder「命令」（
order）他們領受命令每年要
在這節日來記念神的恩典

猶太家庭逾越節的慶祝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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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燃点烛光,长者举杯祝福,喝第一
杯酒
3.全家人洗手
4.头盘:
• 家主把苦菜蘸盐水分给用餐人(在
埃及的辛酸)

• 羔羊胫骨和鸡蛋取出.吟诵祷文,
蛋象徵不能在聖殿舉行節日哀悼

猶太人慶祝逾越節的晚餐sede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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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斟满第二杯酒后:
• 最年幼者提出问题
• 全家人依次诵读《哈加达》复述
出埃及记对上述问题回答

6.喝第二杯酒

7.随后全家再次净手

猶太人慶祝逾越節的晚餐sede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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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掰开一块无酵饼把其中一半藏起
9.分食无酵饼和蘸有酒酿果酱的苦
菜,然后开始上主菜
10.主菜用毕,年幼者找出事先藏起
来的半块无酵饼作为甜食,全家人
分食
• 这半块无酵饼象征古代在家宴时
所食的逾越节羔羊肉

猶太人慶祝逾越節的晚餐sede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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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第三杯酒感谢上帝恩惠
• 全家齐诵颂赞诗篇将酒一饮而尽
12.第四杯将以利亚杯斟满
• 打开家门诵读欢迎以利亚的祷词
• 以利亚可能会突然出现,预报弥
赛亚降临

13.饮完第四杯酒后在“明年相聚
耶路撒冷”祝词中结束

猶太人慶祝逾越節的晚餐sede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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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Last Supper & the Passover:

http://youtu.be/rlDoY6f14DE

Play YouTube Clip 
(6 min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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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猶太人當中逾越節也失落,有好幾
世代的猶太人沒慶祝逾越節

• 神的百姓偏離耶和華而敬拜偶
像,失去祝福

• 向神回轉第一件事是恢復逾越節
• 當歸向神並守逾越節,他們與
神關係就恢復

• 並且經歷大喜樂與祝福

逾越節釋放能力的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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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逾越節失落因為撒但竊取

• 撒但恨惡逾越節
• 因為逾越節慶祝耶穌，打開救
贖天门

• 林前五:7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
督已經被殺獻祭了

逾越節獻羔羊:記念羔羊的血會釋放
能力(cont.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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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當新的一代回轉歸向耶和華並開
始讀聖經，讀到逾越節。他們說
「我們從沒慶祝過這個節期」

• 聖靈在他們的裡面動工,就慶祝神
這個救贖性的節期

• 來自於神的能力與喜樂就恢復

逾越節獻羔羊:記念羔羊的血會釋放
能力(cont.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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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代志下29-30西希家王行耶和華眼
中看為正的事。他重修並潔淨聖殿、
拆毀假神的祭壇、恢復獻祭及大衛
所設立的敬拜讚美。然後希西家昭
告全以色列和猶大，邀請百姓守逾
越節。眾百姓同心合意地遵照王的
邀請聚集，宰殺逾越節的羔羊…

逾越節獻羔羊:記念羔羊的血會釋放
能力(cont.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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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代志下29-30…耶路撒冷充滿大喜
樂，自從大衛的兒子所羅門王的日
子以來，耶路撒冷從未過有如此的
大喜樂。祭司及利未人站著祝福百
姓，神就從天上垂聽他們的禱告，
因為他們的禱告上達於祂在天上聖
潔的居所

逾越節獻羔羊:記念羔羊的血會釋放
能力(cont.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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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大部分教会:
• 耶穌受难纪念是在星期五而復
活節是在周日

• 與逾越節 ”同期”舉行

為什麼教會在「復活節4/20」而非
逾越節初熟節4/16慶祝主耶穌的復
活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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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但是由于每年逾越节不可能正好
是星期五，所以大部教会的庆祝
耶穌受难日很少和犹太节日吻合

• 神大可讓耶穌在任何一天受死，
但在逾越節受死乃是神的旨意

為什麼教會在「復活節4/20」而非
逾越節初熟節4/16慶祝主耶穌的復
活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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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世紀康士坦丁大帝:
•讓基督教合法化把基督教跟異教
信仰合併

•基督徒不可在逾越節期慶祝耶穌
復活

為什麼教會在「復活節4/20」而非
逾越節初熟節4/16慶祝主耶穌的復
活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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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士坦丁
•命令百姓在「春分時節第一次月
圓以後的星期天」(祭祀女神
「伊斯塔」(Ishtar;掌管繁殖) 
的春天慶典)時,記念耶穌的受死
與復活

•目的是要把逾越節猶太背景去除

為什麼教會在「復活節4/20」慶祝
復活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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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世紀康士坦丁大帝:

•公元325年「尼西亞大會」
(Council of Nicea)宣布「過逾越
節這個不合乎常規的行為必須被糾
正」

為什麼教會在「復活節4/20」慶祝
復活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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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世紀羅馬皇帝查士丁尼(Justinian)

•派遣軍隊到全羅馬帝國禁止過逾
越節

•幾千名男女老幼過逾越節被視為
「異端」徹底消滅屠殺

為什麼教會在「復活節4/20」慶祝
復活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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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馬教會加入消滅逾越節的陣容:
•公元345年安提阿大會(The Council of 

Antioch)規定教會監督、教士或長老
過逾越節就革除教門

•跟他們往來的人也從事奉被罷黜
•若基督徒慶祝逾越節,教會咒詛
他們

為什麼教會在「復活節4/20」慶祝
復活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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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馬教會加入消滅逾越節的陣容
• 公元365年老底嘉大會(The Council of 

Laodicea):基督徒不許接受猶太節期

• 公元506年法國阿格德大會(The 

Council of Agde, France):禁止基督徒參加
猶太節期

為什麼教會在「復活節4/20」慶祝
復活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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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耶穌大可在一年當中任何一天受
死，但是耶穌在逾越節受死，祂
是逾越節的羔羊

• 逾越節失落因為撒但竊取

• 撒但恨惡逾越節

為什麼教會在「復活節4/20」慶祝
復活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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猶太會堂在逾越節/除酵節週的安
息日會讀以西結書卅七章

4…在平原的骸骨甚多,而且極其枯
乾…「你向這些骸骨發預言說：
『枯乾的骸骨啊，要聽耶和華的話！
5 我必使氣息進入你們裏面，你們
就要活了6 我必給你們加上筋，使
你們長肉，又將皮遮蔽你們，使氣
息進入你們裏面，你們就要活了』」



為工薪階層帶來社會改變

• 在前幾屆政府中招募宗教黨派達成
目的:內塔亞胡"利庫德集團"議會31
席,需61個席位聯盟執政.

• 拉皮德領導 "未來党"（19個議席）
和"猶太人家園"堅持正統猶太教應
服役并停止特權



除去宗教的靈,從宗教壓制下釋放

• 未來黨倡議議會建立週二的以色列議會
聖經學習會。要讓越來越多的以色列人
學習聖經

• 越來越多的人領悟到需要用聖經來建構
以色列的文化和政策基石

極端正統猶太教Haredim政黨離開聯
合政府(內政部一直受極端正統派猶
太教政黨掌管)



• Feb 2014:保證以色列極端正統派
猶太教青年到軍中服役的「平等負
擔法」通過了一讀

• Mar 2014: 以色列國會三讀通過正
統極端猶太教徒須服兵役案

除去宗教的靈,從宗教壓制下釋放



美國精神核心在逾越節

Ref:“Mere Discipleship: 
Radical Christianity in a 
Rebellious World” 
By Lee Camp
Brazos Press 2008



美國精神核心在逾越節1
•“出埃及“鼓舞清教徒，開國
元勳和美國独立时的民心
•清教徒認為:
逾越
節

埃及 法老 红海
分開

应许
之地

美國
独立

英國 英國
國王

五月
花号

美國



美國精神核心在逾越節2
•“聯邦制”基於“Foedus”
（拉丁詞“約”）
•美國民主：開國元勳們受出埃
及的政治結構啟發：半獨立的12
支派（殖民地）受支派族长（州
長）和摩西（行政），亞倫（司
法）和70長老（立法）治理



亞當斯，杰斐遜与富蘭克林提
出“红海分開”作為美國官印



•摩西和約書亞：華盛頓和亞當
斯的榜樣
•耶魯大學校長以斯拉斯泰爾斯
1783年5月8日表示：“摩西集結
三百萬犹太人 = 1776年在美國
人的數量”“讓我的百姓去”
成了美國脱离压迫的柱石

美國精神核心在逾越節3



•自由鐘上刻利未記25:10 “在
全地向衆民宣告自由”
•摩西的雕像俯视著最高法院
法官和眾議院議長
•十誡碑被豎立在得克薩斯州
議會大廈与俄克拉荷馬州議
會大廈

美國精神核心在逾越節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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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essianic Passover. Should 
Christians celebrate Passover?! :

http://youtu.be/Y_8eeVvJLaQ

Play YouTube Clip 
(13 min)



•靠著主耶穌寶血,逾越節的羔羊,逼
迫你的埃及人,你将不再看到了:

•疾病,貧窮,軟弱,不被看重,破碎,不育
•上瘾捆綁挾制
•震動那可被震動的:無法全心愛神,眼
目被世界吸引。驕傲,聼不進勸告。被

工作挾制。
•天使天軍已差派出來,處境不同了,
醫治昌盛的門將要打開

祷告1：昌盛的門將要打開



•聽那風吹在桑樹梢的聲音,天使天
軍將會從後頭上來,趕上你的敵人,
並贏得勝利
•神正在擴張你的領域，神正賜下
新的權柄給你，你將會與你曾面對
過、但從未勝過的敵人來面對面！
•去面對這些仇敵，並看神吹在你
勝利的新方向

祷告2：擴張你的領域



•以西結卅七:你向這些骸骨發預言
『枯乾的骸骨啊,要聽耶和華的話5
我必使氣息進入你們裏面,你們就
要活了』
•賽42:16我要引瞎子行不認識的道、
領他們走不知道的路…並不離棄他
們18你們這耳聾的聽罷,你們這眼
瞎的看罷

祷告3：為以色列救恩禱告



•羅10:1弟兄們我心裡所願的，向
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

•羅11:26-27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
得救…必有一位救主從錫安出來，
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惡；又說：
我除去他們罪的時候，這就是我與
他們所立的約

祷告3：為以色列救恩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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腰間束帶,腳上穿鞋,手中拿杖,趕
緊地喫:
• 救赎的天门打開 – 一夕之间神

震动埃及，使以色列居头不居尾

• 逼迫你的埃及人,你将不再看到

Seder：神命定的时刻


